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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7

花甲老人酿千斤蜂蜜卖不出
丧子又患病，抚养一家人很艰难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泳君 马明

席凤顺的儿子在十年前的一场车祸中撒手人寰，

撇下孤儿寡母。之后席凤顺靠养蜂卖蜜，艰难地将孙

子席德阳抚养长大。今年，老人酿制的千斤纯荆花蜂

蜜，因交通闭塞无法及时售出，一直囤在缸里，席凤顺

老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7月8日中午12点，山亭
区徐庄镇张山湾村，今年67

岁的席凤顺正在自家屋里打
点滴，和他同岁的老伴以及
他88岁的老母亲正在外面收
拾着柴火，而他年仅11岁的
孙子，正在院子外和同村的
小伙伴闹个不停。

“儿子这几天眼睛不好，

又疼又痒的，实在受不了，就
让村医过来打点消炎药。”看
到记者到来，席凤顺的老母
亲潘士花步履蹒跚着赶忙将
记者往屋里请。席凤顺的家
里非常朴素。席凤奋坐在椅
子上，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疲
惫。

“今天已经是第二瓶了，

打完这一瓶就没有了。”席凤
顺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没
都能睁开。“他的右眼皮都肿
了，前一段时间到区里的医
院看了，只是简单地吃了一
点药，但是现在又犯了。没有
办法，前几天又去的市立二
院，全家人都还指望他养蜂
呢。”席凤顺的老伴儿心疼地

说。
说起年幼的孙子，年近

七旬的席凤顺满是感慨：“养
这个孩子不容易啊。”在十多
年前，席凤顺的儿子因为一
场车祸撒手人寰，留下了年
仅1岁的孙子席德阳，然而祸
不单行，在儿子去世之后儿
媳便变卖家当，改嫁他人。

儿子车祸去世，老人靠养蜂艰难撑起一个家

地处大山深处的张山
湾村，交通非常不便。虽然
席凤顺辛辛苦苦酿得了好
蜜，但是如何销售他却犯了
难。现在席凤顺还有一千多
斤荆花蜜，因为卖不出去，
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一家人都
是靠蜂蜜生活，因为养蜜

蜂，人手忙不过来，原本的
几亩地，现在早已经荒了。”
席凤顺说着，神情显得很悲
戚。

二十多年前，席凤顺就
开始养蜂。这么多年，蜂蜜
是席凤顺一家唯一的经济
来源，那些蜜蜂则是席凤顺
眼里的宝贝蛋儿。“我每天

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床去
查看。有时候气候变化太剧
烈，蜜蜂容易拉肚子。一只
蜜蜂得病，就会传染它附近
的蜜蜂。”席凤顺说，每年到
了7月底，山上没有花的时
候，他都会花钱买糖喂养蜜
蜂。前年有段时间没有钱买
糖，蜜蜂就饿死了不少。

席老汉说：“有听闻这
边有蜂蜜专门来买的，但是
散客比较多，一般客人来的
时候只是买个两三斤。”

席老汉算了一笔账，一
年到头，除去买糖、修补蜂
箱、刷漆等各种费用，最后
拿到手里的纯利润只有三
四千元。

辛勤酿制千余斤荆花蜜，然而交通闭塞无人知

中午时分，一家人的午
饭就是一锅豆浆，几个馒头。

“我们几个大人，吃什么都
行，主要就是觉得委屈了孩
子。”席凤顺说：“从1岁大这
个孩子就没有父亲了，孩子
是我们从小带大的，孩子虽
然小，但是一直都非常听
话。”说起孙子，席老汉眼中

满是慈爱的神情。
开学之后，席德阳就要

上六年级了，这些年来，席老
汉一家承受生活艰辛的同
时，也受到很多好心人的帮
助。“孩子从三年级到五年
级，都是靠学校的帮扶才念
完的。”席老汉说，孙子上的
学校是当地一所私立学校，

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每次
考试都稳居班级第一名。这
次期末考试，回来的时候又
拿了两个奖状。

席老汉的母亲潘士花
说，席德阳只要放假在家，都
要帮忙干家务。平常洗衣服，
打扫卫生之类的活他都能干。
谈到儿子席凤顺，心疼之余，

潘士花更多的是无奈：“我们
一家人都是高血压，有时候不
得不打针，为了省钱，他就让
我打，他自己忍着不打。”

“我们一家人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孩子能够顺顺利利
地长大成人，我们几个老人年
龄都非常大了，孩子就是我们
唯一的希望。”潘士花说。

三位老人疾病缠身，最放不下的是年幼的孩子

强化领导，推进综
合治理。山亭区徐庄镇
党委、政府着眼于人口
计生工作的新形势，进
一步强化领导，坚持党
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
责，把人口计生工作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
总体发展规划。严格落
实人口目标管理责任
制，实行党政班子成员

包办事处，机关干部、
计生驻村人员包村、村
干部包组、包户制度，
将人口计生工作任务
层层分解，逐级落实。
充分发挥人口和计划
生育领导小组的组织
协调作用，加强沟通，
密切合作，形成了齐抓
共管的强大合力。

创新机制，推动工

作落实。实行全员缴纳
计生风险抵押金制度，
抵 押 金 数 额 提 高 到
1000-5000元，年度考核
工作优异的在返还押
金的同时给予同等数
额的奖励，工作被动的
将烂掉抵押金，并给予
相应的组织处理；设立
计生特殊贡献奖，对当
年或连续两年、三年无

法生育和选择性终止
妊娠的村，根据人口规
模，分别给予1-10万元
的奖励，给予村支部书
记办理人事代理手续，
享受镇机关干部待遇，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

投入到位，提供坚
强保障。我镇本着“再
难不能难计生、再重不

如国策重”的原则，确
保财政投入到位。人口
计生事业费及时、足额
拨付，今年以来，投入
计生事业经费272 . 9万
元，计划生育基本项目
免费经费10万元，协会
经费5万元，关爱女孩
基金12万元，有力地推
动了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的开展。

徐庄镇人口计生工作务实创新 强基提质

徐庄镇为全面推
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村
为主”战略，进一步激
发村级计生专职队伍
的潜能，积极探索推行
村计生专职主任职业
化管理新机制。
出台文件，规范实施。
镇党委、政府出台《关
于推行村级计生专职
主任职业化管理的实
施意见》，进一步明确
村级计生专职主任的
工作职责、考核管理及

奖惩办法等。
公开选聘，择优录

取。每年选聘2-4人，公
开选聘条件，按照笔
试、面试、综合考察的
程序进行，根据笔试成
绩确定前1 8名进入面
试，笔试成绩加面试成
绩，确定前6名进入综
合考察。综合考察后，
依照总成绩按聘用名
额依次确定拟聘任人
选，并予以公示。

签订合同，统一管

理。被聘任的村级计生
专职主任，签订《聘用
合同》，发放聘用证书，
聘期为一年。与计生办
工作人员同工作、同管
理。工资待遇除享受原
有村级计生专职主任
待遇外，还享受计生办
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
待遇。

严格考核，兑现奖
惩。聘用人员除参加村
级的日常考核外，镇党
委、政府还要对其进行

年度综合考核。聘期
期满，根据综合考核
结果，在 4 2个行政村
排在全镇前5名的，直
接续聘，后10名的，取
消当年竞聘资格。排
在中间名次的，继续
参加当年竞聘；村级
计生专职主任在被聘
用期间，因本村计生
工作而使镇被市区通
报批评、黄牌警告、重
点管理的，直接解除
聘用合同。

徐庄镇推行村级计生专职主任职业化管理

徐庄镇多措并举严打“两非”违法行为

强化组织领导，完
善工作机制。成立性别
比综治领导小组，建全
完善B超管用、孕情监
管、终止妊娠审批、出
生婴儿实名登记、案件
查处、有奖举报等各项
制 度 ，实 行“ 一 票 否
决”，层层落实责任；定
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工作任务。真正建立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
查防并举、综合治理”
的良好工作机制。

强化宣传引导，营
造舆论氛围。充分利用
主流媒体、标语、印发
宣传品、文艺演出等宣
传活动载体，大力宣传
性别比失衡对人口安
全、家庭幸福和社会稳
定的危害，倡导科学、文
明、进步的生育观念；加
强从业医技人员培训，
强化职业道德和法纪
意识，规范从业行为。

强化案件查处，规
范市场监管。定期组织

综治、计生、卫生等部
门进行联合执法，上半
年共出动执法人员4 0

人次，执法车辆 3 0台
次，对辖区内的诊所、
药店进行专项检查。对
五年来，七类重点目标
人群经过筛查线索、缜
密侦察、调查取证，已
确定非法终止妊娠案
源11例、非法鉴定胎儿
性别案件2例。

强化全程管理，提
升服务水平。对计划外

妊娠和因医学需要终止
妊娠的，必须经区局、镇
计生办批准、方可施行
终止妊娠术；全面落实
孕情跟踪服务，对持证
生育对象由镇、村干部
建立包干服务制，严格
落实“单查双访”制度，
深入推进出生实名制登
记、回报制度等信息共
享机制建设，各相关部
门相关信息，及时准确
相互通报，从源头杜绝

“两非”行为的发生。
田中一 李德富 赵磊 高现海

撰文/摄影

区区领领导导在在基基层层调调研研人人口口计计生生工工作作

人人口口计计生生工工作作目目标标奖奖惩惩
兑兑现现大大会会重重奖奖先先进进

镇镇党党、、政政主主要要领领导导召召开开计计生生
工工作作半半年年形形势势分分析析会会

推推行行村村级级计计生生专专职职
主主任任职职业业化化管管理理考考试试

山山亭亭区区计计生生局局领领导导应应邀邀
参参加加人人口口计计生生工工作作会会议议..

计计生生办办领领导导颁颁发发村村计计生生专专
职职主主任任职职业业化化管管理理聘聘书书

纪纪念念““三三为为主主””方方针针确确立立3300

周周年年宣宣传传活活动动

““计计生生皮皮影影戏戏进进村村””活活动动丰丰
富富群群众众文文化化生生活活

入入户户免免费费发发放放避避孕孕药药具具

综综合合治治理理出出生生人人口口性性别别比比
打打击击““两两非非””专专项项宣宣传传

席凤顺身体不好，最近几天一直在打吊瓶。

虽然有病在身，席凤顺还是每天都要去侍弄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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